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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一個讓讀者自在走讀的繪本森林—

高雄市立圖書館國際繪本中心的閱讀社群經營分享

陳玫靜  高雄市立圖書館企劃專員

高雄市立圖書館在 2014 年新總館開設的同

時，就特別設立了「國際繪本中心」取代一般圖

書館中的童書館，它是公共圖書館中，首座以國

際化收藏為目標的繪本館，館內大量收集來自世

界的優良繪本與童書，除了期許透過豐富多元的

館藏提供給大小讀者更普及、宏觀的圖文閱讀資

源外；在積極的意義上，更蘊含有不定調繪本僅

為童書，更期待親子、大人、小孩都能在國際繪

本中心發現繪本的美好，愛上閱讀的想法。

每一個閱讀空間（圖書館）的存在和經營目

的，都期待著與它的使用者（讀者）發生連結和

催化，使其由衷感受到閱讀及圖書館存在的美好

價值，國際繪本中心也不例外，自成立以來就以

提供滿足讀者需要的「產品」為目標—不斷思

考「讀者的需求是什麼？」的角度展開國際繪本

中心的閱讀社群努力經營方向。

運用國際繪本中心外的空間策畫展覽，讓到訪圖書館的讀者借書之餘，也能看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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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圖書館功能的提升與翻轉

「圖書館該是什麼樣子？要提供什麼服務

呢？」這是當今每個圖書館工作者都會思索的問

題。儘管近年來圖書館的空間改造，已有不少是

朝減少傳統圖書館的典藏量、活化圖書館空間及

功能的概念推進，但為了滿足入館讀者對傳統圖

書館的最初期待，國際繪本中心至今仍以豐實館

藏量為主要目標之一，館內大量收集來自世界各

地的繪本，至今已擁有 16 萬冊的館藏，並規劃

了臺灣、亞洲及歐美等專區，陳列來自美國、英

國、法國、德國、日本、韓國、印尼、馬來西

亞、緬甸、越南……等 43 個國家、27 種語言的

繪本與童書，國際繪本中心期待透過各種多元的

館藏，拓展大小讀者對繪本的認識和喜愛，兼以

引發國際視野的開端。

在書架與書相遇

在陳列上，除了依傳統的圖書分類法排架，

我們思考了另一個問題：如果讀者心中還沒有一

張清楚的借閱書單呢？是否有可能透過陳列的方

式，規劃各式不同的閱讀主題區，幫助讀者找到

想閱讀的那一本書呢？於是，館內的書架另規劃

有依國家、主題、獎項等不同的分類擺放方式，

並策劃各式主題書展區或搭配一個小書車、小書

櫃，讓讀者進到館中，產生一種逛書店或展覽的

愉快、驚喜心情，與自己想閱讀或找尋的那一本

書相遇。

愉悅的閱讀環境

繪本中心所有的空間規劃及設計，無不朝著

友善親子讀者的心思前進：樹屋、森林造型的閱

讀桌椅、迷宮尋寶般的圈型書架、帆船造型的服

務台、兔子造型的自助借書機，一大片可臥、

可躺，讓孩子和爸媽可以窩在一起看書的愛心沙

發池，以及考量不同孩子身高及需求的海洋主題

廁所……每一項設計，都只是為了創造更多美好

的圖書館閱讀體驗，滿足親子共讀的親密交流感

受，讓親子一起進入繪本世界，在閱讀裡成長。

值得一提的是，為了讓讀者更近距離的融入

式親近、欣賞繪本的圖像藝術的機會，國際繪本

中心的壁畫、壁貼其實飽含了幾位臺灣當代繪本

創作者的滿載的原創心意：進入繪本中心時，整

片玻璃牆上的壁貼是由《眼淚雨》作者盧貞穎量

身打造，不只這樣，再用心找，會發現《美好動

物園》作者李憶婷、《拉拉的皇冠》作者黃哇哈，

都曾在國際繪本中心揮灑彩筆，留下整片大牆的

原畫「真跡」。

在圖書館展開另一種閱讀進行式

國際繪本中心的成立不只期許成為臺灣重要

的繪本典藏和閱讀空間，同時更重視繪本相關主

題書展、活動的策劃，舉辦各式創意閱讀的活

動，透過持續性的關注與議題帶領，根植國際繪

本中心成為南臺灣的繪本基地。中心內規劃有 5

大展區：主題書展船頭區、毛毛蟲書桌、台灣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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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繪本專區、個人閱讀角、旋轉梯大書展覽，常

態設置配合高雄市教育局推廣閱讀教育的「喜閱

網專區」；並配置故事屋、AR 親子互動體驗活動

間。期許透過各式精心策劃的推廣活動與空間配

置，讓讀者愛上圖書館，發現原來繪本除了可以

讀、可以聽，更非常有趣、好玩，深度探訪這座

豐富美麗的繪本花園。

策劃各式主題書展及活動

國際繪本中心每年都會策劃好幾檔主題豐富

的書展，例如：關心跨視覺閱讀的《閉眼睛》繪

本主題展、以哲學叩問的《哲學，可以吃嗎？》

藝術互動展、關心臺灣原創的《你好繪》年度回

顧展、促進兒童關心社會議題的《繪本裡的大小

事》、引領親近繪本盎然詩意的《你喜歡詩嗎？》

等，每檔書展皆依據書展的不同性質搭配相關主

題講座、工作坊、原畫展、戲劇、多國語言的說

故事活動，讓讀者領略不同的閱讀方式與樂趣。

在國際交流上，也積極邀請各國繪本創作者親臨

現場，實際分享創作與畫技，如：2015 年舉辦

「國際繪本大師與童書評論名家專題講座」，邀

請世界首屈一指的兒童文學史學家與專業書評

家雷納．馬可斯（Leonard S. Marcus），以及

美國繪本藝術評價極高的創作者強．亞吉（Jon 

Agee）以充滿智慧、幽默、與想像力的作品，與

觀眾互動，分享工作趣事、臨場創作。2016 年

邀請「2013 義大利波隆那國際兒童書展 SM 插畫

獎」得主刀根里衣來高雄與讀者分享她的創作理

念，更於現場創作、分享她獨特的繪本創作。

孩子們在國際繪本中心愛心池享受閱讀。

國際繪本中心森林意象閱覽空間。

帆船造型的借閱功能櫃台兼具主題書展覽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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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舉辦「《小書房大畫家》捷克繪本系列活

動」邀請知名捷克童書插畫家—湯瑪士．瑞杰

可（Tomas Rizek）展出新作—《飛吧！》中

的畫作，並於工作坊以「蛋液」混合顏料與孩童

作畫。

暑假限定的夜宿總圖探險

2019年開始，我們結合與劇團合作的模式，

推出「暑假限定」的《夜宿總圖》活動（2021

年因疫情延期），邀請小學生到總圖探險和夜遊，

在圖書館中完成特定的任務，並夜宿國際繪本中

心，挑戰 27 小時的閱讀體驗活動。這個活動，

是每年暑假的重頭戲，每次推出名額皆是秒殺搶

光，這是我們期待和孩子相遇的另一種閱讀進行

式，透過暑假營隊的方式，營造讓孩子親近、愛

上主動閱讀的氛圍，當繪本閱讀結合任務、戲劇

表演時，竟可以是這樣歡樂精采的感受。

科技閱讀體驗

當閱讀的方式正悄悄隨著科技的發展，發生

行為和習慣上的改變，圖書館對書和閱讀似乎應

該有更開放的想像和態度？在真實和虛擬之間，

是否存在一種共存互補的可能？自 2019 年，國

際繪本中心推出了第一款 AR 親子互動遊戲後，

至今已推出 4 款 AR 親子互動遊戲，分別是「海

洋環保大作戰」、「森林圖書館」、「小米的奇幻

旅程」和「小老鼠運動會」，除了以故事性的 AR

互動遊戲進行，讓小朋友可以選擇喜愛的角色塗

色設計表情外，也嘗試將繪本故事結合圖書館場

湯瑪士．瑞杰可於繪本中心展出《飛吧！》原畫，教授
孩童以蛋液混合顏料並現場一同作畫。

主題書展系列活動—親子故事療癒工作坊。

主題書展系列活動—馬尼尼為教小朋友做童詩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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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立體化；4 項遊戲也分別有：海洋環保、協力

合作、發揮天賦、面對挫折、解決困難等主題。

其中 3款遊戲角色及情節設計，更是和臺灣繪本

作家陳虹伃、孫心瑜攜手合作。或許，這也是國

際繪本中心一項大膽的嚐試和提問：「故事＋遊

戲＋繪本作家＋ AR ＋圖書館＝？」

苓洲國小的小朋友在玩「海洋環保大作戰」

時，此起彼落說著：「我還要再玩一次……」、「我

畫的鯊魚游得好快喔……」，回到校園更多次問

老師：「什麼時候可以再去總圖呢？」一些住在

總館附近的小朋友們更每週末主動要求爸爸媽媽

帶他們來繪本中心報到。遊戲推出到第三款時，

遠在六龜新威國小的師生也慕名前來，一名小四

的小朋友「不小心」就悟出自己的小啟示：「遊

戲裡走平衡木的關卡最難，我發現每個角色都有

擅長和不擅長的」；大家更興奮表示：「遊戲可

以自拍穿上動物裝，投入大螢幕，就像自己真的

在參與運動」。

這些孩子的熱情投入，讓我們進一步思索：

當孩子和爸爸、媽媽、同學、老師隨著故事的腳

步走進繪本世界，展開奇幻的冒險，並親手操縱

自己繪畫著色的角色，和家人或好朋友一起激

動比賽時，難道不會對故事就此多一點想像和開

展？也因著這些美好回應，我們把 AR 互動遊戲

現場拉進校園，讓那些想體驗卻無法前來圖書館

體驗的師生也有機會參與。過程中，更不少敏銳

的讀者會對畫風感興趣，紛紛探詢創作者是誰？

這不正是對參與計畫的繪本作家最大的肯定？原

來，這些看似與書本或閱讀無關的活動，都可能

夜宿總圖活動—孩童組隊在圖書館中闖關完成任務。

夜宿總圖活動—學員在繪本中心找到各自的角落，享
受睡前閱讀。

體驗 AR 故事遊戲—小朋友正在和自己創造角色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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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另一種使用者（讀者），甚至是創作者在圖書

館展開閱讀進行式的方式和理由。

聚焦繪本：廣召同好共生一片沃土

新時代來臨，閱讀社群的經營也從「在」圖

書館擴展到「不在」圖書館的空間／讀者經營：

如果讀者不在圖書館，也不在前往圖書館的路

上—我們可以用什麼方法把服務或讀者需求

「直送」到讀者那端，讓圖書館功能依舊發揮？

答案似乎顯而易見，新時代的閱讀社群經營方式

是拆除圖書館的有形圍牆—強化連結那存在圖

書館和讀者之間「無形的連線」。

針對這個現象，國際繪本中心期待扮演新時

代圖書館的積極角色，推動了下面幾個強化方

向：

做為臺灣繪本愛好者搖籃與推手

推出兩年一次的「繪本沙龍」系列活動，聚

焦關懷臺灣繪本的產業發展，從創作到出版、翻

譯，透過公共圖書館的資源和場域，提供繪本愛

好者更具深度的認識和觀察研討主題，打開繪本

觀看新視野，凝聚臺灣繪本同好者的能量。正如

同 2020 年舉辦的「開箱 bar！台灣繪本沙龍」

的主持人柯倩華所言：「就好像樹的根很少被人

們注意或看見一樣，我們通常也很少去談論這些

支撐或承載繪本產業很重要、很基礎的環境因

素。高市圖就是想邀請我們一起去思考和探討，

且透過活動彼此瞭解，幫助業內的良性互動。」

繪本沙龍系列講座—繪本作家與出版社總編輯對談。

繪本沙龍系列講座—邀請繪本愛好者一起來關心繪本
相關議題的探討。

高市圖舉辦好繪芽獎，喜迎第一本作品出版。（由左到右
為高市圖代理館長林奕成、第一屆得獎者黃薏文、第一
屆得獎者張筱琦、高雄市文化局副局長簡美玲、第一屆
得獎者張秀毓、第一屆決選評審施政廷、小魯出版社總
編輯陳雨嵐、小魯出版社編輯薜巧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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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這個兩年一度的以售票方式取得入場門票的

盛會，國際繪本中心也發現、培養了一群專業、

熱情的讀者，成為一同為臺灣的繪本閱讀而努力

的同伴。

在推廣繪本文化時，國際繪本中心關注到：

繪本人才的培育，實為繪本推廣文化中重要的一

環，更是厚實臺灣繪本原創力的關鍵。因此，於

2019 年初開始籌備《好繪芽》繪本創作人才扶植

計畫，從北到南，廣泛諮詢各界繪本專家的建議，

推出二階段計劃：以「好繪芽繪本創作班」凝聚

南部的繪本創作實力、「好繪芽繪本創作獎助」

提供最高扶植獎金 30萬元，深耕培育臺灣的創

作人才。「好繪芽」計劃的推動，也讓更多臺灣

的繪本相關工作者與讀者，看見高市圖國際繪本

中心對繪本閱讀推廣的用心與創新的品牌經營。

「繪本沙龍」與「好繪芽」繪本創作人才扶

植計畫的辧理，可以說國際繪本中心對繪本文化

的關心與號召，但同時間，也因為大型計劃的執

行及辦理，成功同步連線上臺灣喜歡愛繪本的創

作者、愛好者、專家、讀者，使國際繪本中心尋

覓到那些更多原來不在圖書館的目標讀者，紛紛

自四面八方來國際繪本中心這個交流平台報到。

高市圖期望也相信柯華倩老師對我們的期待：「公

立圖書館對於社會的閱讀生態（包括兒童閱讀、

親子共讀），以及對童書、繪本的研究，其實可

以發揮長遠、深刻的影響力。」

加強網路社群讀者經營與服務

近年，因應數位時代以及新冠肺炎（COVID-

19）帶來的轉變，高市圖也積極應變，除了增加

高市圖的官網、臉書社群相關活動訊息的推播

外，國際繪本中心也有專責小編開始經營 IＧ、

成立「好繪芽」LINE 群以增加和讀者、粉絲直

接互動的管道。疫情期間雖然閉館，也即時推出

4 個線上企劃：「故事敲敲門」、「你家書櫃繪什

麼」、「繪本愛動畫」、「繪本回憶錄」與喜愛繪

本的線上讀者互動並舉辦留言互動抽禮物的回饋

活動，讓讀者即使宅在家也能上線觀看影片、貼

文互動，期望透過此方式拓展讀者的觸及率。其

中以「繪本愛動畫」、「故事敲敲門」最受到親

子讀者喜愛，每則留言的回應都有 70 則以上的

互動留言，更有家長表示 :每個禮拜都很期待和

小朋友一起看、疫情期間在家育兒好幫手……滿

足被迫宅在家想聽故事的期待。

「繪本回憶錄」連續 5 週共邀請 6 位高雄在

地繪本作家，與讀者一同回憶人生最初與最難忘

的繪本故事；推出前，我們先在粉絲頁公布將錄

製訪談的作者，並邀約讀者可以預先提問，沒

想到，一下就湧入各種留言詢問心儀的創作者：

是否可以提供線上插畫教學呢？您覺得好的繪本

應該具備什麼元素？故事靈感的產生，是先有圖

還是先有文字呢？喜歡用什麼媒材畫畫呢？即使

是線上預先錄製的節目，也能充滿即時互動的樂

趣。

「你家書櫃繪什麼」邀請臺灣繪本作家與讀

者一同玩「繪本支援前線大作戰」的互動留言遊

戲，每週邀請 5位臺灣繪本作家輪流擔任主題繪

本值日生，依據各週主題，和我們一起用繪本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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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繼續傳遞溫暖。點開留言區，可以看到每個家

庭（讀者）紛紛貼出自家書櫃裡，最想和大家分

享的繪本；細細欣賞留言和讀者用心介紹自家收

藏的繪本，不正是一則則繪本交換日記！

線上閱讀部份，我們推出搭配高雄市國小閱

讀推動課程的「喜閱網 @高市圖」線上電子書，

系統內購置 108-110 年間使用率較高的《喜閱

網》書單中的電子書，共有 58 種、1,052 冊不

同類型圖書可借閱，目的是為了緩解過去每到寒

暑假，紙本書總是「一書難求」的盛況。今年高

市圖也和教育局合作，推出「喜閱網夏日親子閱

讀趣」研習活動，將過去以學校教師為研習對象

的課程，轉為以家長為課程對象，讓家長有機會

更認識高雄市積極推動的「喜閱網」閱讀活動，

學習更多關於分齡分級選書、閱讀策略、閱讀習

慣建立等方法，當天課程同時有一百多位家長在

線上聆聽，讓我們更加期待為高雄市的親子讀

者，提供多一種管道，滿足大家可以不受限時

間、地點的閱讀服務。

繪本作家說故事與創作分享—林小杯說故事。

閱讀活動—我們在國際繪本中心借喜歡的繪本回班級
角落和同學分享。

多語說故事活動—彩虹兔姊姊中英雙語說故事。

閱讀活動—邀請高雄在地作家讀繪本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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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員的繪本專業加值

新時代的來臨，圖書館員的工作將不再侷限

於一般閱讀及流通服務，具有深度的資訊服務及

資訊利用的指導，才能真正滿足讀者的需求，提

高圖書館服務的品質。目前國際繪本中心的館

員大多並非繪本相關專業出身，為了提升館員對

繪本的專業知識，提供給讀者最即時、專業的知

識，國際繪本中心也規劃以繪本為主題的館員培

力計劃，從公共繪本圖書館經營經驗的分享，到

私人場域的繪本閱讀推廣經營，甚至是親子共讀

技巧、親子讀書會、好書推薦等主題皆多方涉

及，以此培養館員的專業素養，更推升館員在國

際繪本中心工作的價值認同。

閉館期間，高市圖總館推出「防疫袋著走，

閱讀到你家」活動，國際繪本中心館員的專業選

書能力，也是最強而有力的應援團，因為書箱類

別中最受歡迎、最搶手的就是「兒童圖書」類。

館員平時早就耳濡目染，最了解歷年來最受歡迎

的熱門書單，或是哪裡藏著乏人問津的精采好

主題說故事活動—鬧鬼圖書館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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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員個個使出渾身解數成為最佳童書搜查

員，大家更沒忘記，這時候正適合放入「書目療

法」中深具情緒療癒功能的繪本，做為疫情期間

的一帖心靈雞湯。

結 語：推升繪本閱讀服務為人文

底蘊

自開館以來，國際繪本中心在進行繪本閱讀

推廣時，就觀察到入館閱讀的兒童讀者雖佔大多

數，但成人的閱讀引導其實才是關鍵，特別是學

齡前的孩子，就算提供再親善的硬體設備，卻缺

乏共讀與陪伴，是很難達到培養孩子閱讀習慣或

興趣的養成；而成人對於繪本圖像語言的賞析能

力，也將左右為自己和為兒童選書、解讀繪本的

能力。這是為什麼國際繪本中心致力於持續性的

策劃一檔又一檔的繪本主題書展，未曾間斷的搭

配繪本相關主題講座、工作坊、說故事等活動的

重要原因。

不論時代如何變遷，閱讀的方式悄悄發生哪

些改變，圖畫可以說是人類最原始的閱讀本能，

最能引發每個人潛藏於心、無法言說的感受和理

解力；這也是繪本迷人之處，它在文字和圖畫間

創造出一個又一個的故事洞穴，吸引讀者走進去

擁有屬於自己的感受和想像。我們一直深信，那

一本又一本的繪本就像是藏在館中的一個又一個

的神秘洞穴，等待那具備召喚力量的閱讀。

國際繪本中心將持續關心讀者的需求，我們

透過內容豐富的館藏、主題活動、創新的閱讀體

驗、網路服務，結合相關領域及專業的加值，期

待打造一個廣受讀者喜愛與青睞的繪本交流平

台，將新時代圖書館角色所能提供的繪本閱讀推

廣服務提供到最多；但我們也衷心期待，讀者能

透過我們的服務，發現那一個又一個的神秘洞

穴，讓繪本的神奇力量，從閱讀、創作、推廣、

出版、數位萌發厚植成為整個臺灣社會美感追

求、人文精神的底蘊。

繪本工作坊—上課學員一起分享討論繪本。

館員繪本專業加值—館員繪本主題策展培力計畫課程。


